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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香港率先宣佈開通港珠澳大橋香港段 4.5G 網絡 

全民共享中港澳數據 
 

 七月中完成電訊工程，4.5G 網絡全面覆蓋港珠澳大橋香港段 

 推出多項中港澳數據服務及月費升級計劃，讓客戶的流動數據可於中

港澳三地共享，無縫體驗，通訊無間： 

－「共享大中華」月費計劃 

－「Fun 享‧中港澳」月費計劃 

－ 共享 SIM 月費計劃  

－ 中港澳數據包 

－ 中港澳漫遊數據儲值卡 

－ 「內地副號服務」 

 客戶下載 My3 App，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即享免費 1GB 中港澳數據  
 
香港，2018 年 7 月 20 日 —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︰215）旗下 3 香港今

天率先宣佈，已完成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網絡建設工程，4.5G 網絡全面覆蓋橋面及周邊

設施，於大橋通車後，客戶即可盡享高速流暢的流動通訊服務。此外，3 香港同時宣佈

推出及加強多個中港澳服務月費計劃，讓客戶以本地月費計劃，共享中港澳數據；為個

人、企業客戶及旅客提供無縫連接中國內地和港澳的流動通訊服務。 
 
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胡超文表示：「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，

流動網絡配套刻不容緩。我們積極於橋面、隧道及附近建築物鋪設基站，並於本年 7 月

中已完成網絡測試。相信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，來往中國內地、香港及澳門的人流和物

流將與日俱增，帶動市場對數據的需求。因此，我們特別為不同需要的用戶，度身設計

多種創新的數據計劃，透過與 3 澳門及中國內地網絡商夥伴的緊密合作，讓個人及企業

客戶靈活使用共享數據，於中國內地及港澳無縫連接。」 
 
流動基站鋪建完成    通過 4.5G 網絡測試 

3 香港於本年初起開始大橋的網絡基建，於大橋香港段及人工島上的貨物及旅客檢查設

施，包括旅檢大樓、X 光檢查大樓、入境事務處及香港海關出入境檢查櫃檯和零售舖位

範圍等鋪建基站。首個基站於本年 3 月開通，而最後一個基站亦已於本年 7 月啟用。電

訊工程已於七月中完成，數據及話音服務亦已通過 4.5G 網絡測試。3 香港的網絡已準備

就緒，隨著大橋正式通車，即可提供服務，滿足來往中國內地及港澳客戶的需求。  
 
流動數據大融合 迎接港珠澳新里程 

港珠澳大橋通車後，勢將促進香港來往中國內地及澳門的人流物流，為迎接這個新里

程，3 香港推出多項創新的中港澳數據計劃及優惠，將中港澳流動數據大融合，滿足穿

梭內地、香港及澳門客戶的需要，計劃種類涵蓋個人用戶、多部裝置隨身的用戶、旅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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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和中小企客戶，讓他們無論身處中國內地或澳門，均猶如置身於香港般，照樣無憂

無縫使用數據。當中包括︰ 
 
*1. 穿梭常客：新推「共享大中華」月費計劃  數據貫通中港澳台四地 1 

3 香港推出全新「共享大中華」月費計劃，月費分為$188、$238 及$328，分別享有每月

4GB、8GB 及 12GB 數據用量，客戶可於中國內地、香港、澳門及台灣四地共用，盡享 4G

極速網絡帶來的便利，特別適合因工作或生活需要經常穿梭四地的客戶使用。於 8 月 31

日前，上台客戶及特選現有客戶另可享合約期內每月額外 1GB 中港澳台數據，無論公幹

或旅遊都可隨時盡情上網。  
 
「共享大中華」月費計劃內於四地使用數據用途不限，除可用作流動熱點分享外，更可

打通各地的社交網絡平台，更附送 12 個月 4 地任用 WhatsApp、WeChat 及台灣大熱的 Line

數據。而所有「共享大中華」月費計劃亦加入無限本地通話分鐘，即使身處中國內地或

澳門，每分鐘通話亦只需$0.65。  
 
*2. 悠遊用戶：「Fun 享‧中港澳」優惠月費    特別多送 1GB 數據 2 

「Fun 享‧中港澳」優惠月費讓客戶以極優惠的月費，享用本地 4.5G 服務，以及額外每

月 2GB 中港澳數據及 12 個月三地無限 WhatsApp 及 WeChat 數據，極具彈性。此計劃方便

客戶隨時往返中國內地、香港、澳門及大灣區，毋須轉換 SIM 卡仍可與親友聯繫無間，

盡享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。  
 
於 8 月 31 日前，攜號轉台客戶選用指定月費計劃 3，可在原有的每月 2GB「Fun 享‧中港

澳」數據之上，於合約期內額外享有 1GB 數據(每月共 3GB)。客戶選用指定 4.5G 共享 SIM

月費計劃，於合約期內亦可享有額外高達每月 5GB 數據。而特選現有客戶升級至指定月

費計劃亦可同享優惠，盡享彈性和靈活性兼具的數據服務。 
 
*3. 多機隨身或中小企：共享 SIM 月費計劃 融合創先河 

為滿足多機隨身的大忙人以及中小企客戶需要，3 香港早前將共享 SIM 月費計劃全面升

級，新增本地數據，還加入高達 20GB 的中港澳共享數據及首 12 個月三地任用 WhatsApp

及 WeChat 數據，方便隨時隨地多人多機齊齊遊走中港澳。此外，計劃內的自選數據增值

亦升級至適用於中港澳分享，費用由$38/200MB 起。 
 
4.現有指定用戶：於 7 月 31 日推出中港澳數據包 打破數據月結局限 

為了讓客戶穿梭中國內地、香港、澳門時可靈活跨月使用數據，3 香港特別為現有指定

4G 客戶而設，於 7 月 31 日推出中港澳數據包，只需$168 即可購買 3GB 中港澳數據。客

戶可將數據包每月剩餘的中港澳數據累積至下月備用，有效期長達三個月。 
 
有關服務打破數據每月結算的局限，讓客戶更靈活及有效管理數據用量，盡情使用

WhatsApp、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不同的社交和通訊平台，特別適合沒有服務計劃但定

期前往中國內地或澳門的香港客戶。 
 
5. 中港澳漫遊數據儲值卡    $98 共享三地 2GB 數據 

為迎合不同客戶的需要，3 香港的中港澳漫遊數據儲值卡，特別照顧經常往來三地的人

士。只需$98，即可在中國內地和港澳地區共享 2GB 數據，與親友保持密切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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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即日推出「內地副號服務」4 一 SIM 通行中國內地及香港 

3 香港即日推出的「內地副號服務」，為經常到中國內地遊玩、使用網購服務或銀行服

務的客戶，提供一個最簡便的方案。服務讓客戶毋須更換 SIM 卡，無限量免費接收中國

內地電話號碼的短訊，毋須安裝任何額外程式，真正一 SIM 通行。此外，於香港以該號

碼接聽來電，有關通話時間會從月費計劃的本地通話分鐘內扣除。 
 
「內地副號服務」月費$19，客戶簽約 24 個月更可獲贈兩個月月費，平均每月只需

$17.4，較到中國內地開 SIM 更方便化算。  
 
下載 My3 App     新舊客戶即送 1GB 中港澳數據  

為了讓客戶於港珠澳大橋通車後，體驗於中港澳通訊無間的便利，凡已下載 My3 App 的

3 香港客戶，於大橋通車後可登入應用程式免費領取 1GB 中港澳數據，體驗數據大融合

的優勢，詳情請留意日後公佈。 
 
欲查詢更多有關服務及優惠的詳情，請致電 3 香港熱線 3166 8880 或瀏覽

www.three.com.hk 和 Facebook 專頁 www.facebook.com/threeHK。 
 
*月費計劃 1、2、3，適用於新客戶及特選現有客戶。 

備註︰ 

1申請「共享大中華」月費計劃須簽訂 24 個月合約並繳交每月$18 行政費，漫遊服務將同時啟動。本服務

之本地及漫遊數據用量，只適用於香港、中國內地、澳門及台灣之指定網絡商。客戶於中國內地及澳門

接聽電話、致電香港、中國內地及澳門，每分鐘$0.65、致電台灣，每分鐘$1.5。有關服務詳情，請瀏覽

www.three.com.hk/GCPlan。 
 
2 須成功攜號轉台。客戶須選購指定 SIM 月費計劃，簽訂 24 個月合約並繳付每月$18 行政費，及以指定信

用卡自動轉賬繳交費用。此本地及漫遊數據用量只適用於香港、澳門及中國內地之指定網絡商。 
 
3 此優惠只適用於指定 3G 及 4G 流動服務月費計劃之 3 香港客戶並下載流動應用程式 「My 3 應用程式」, 於

大橋通車後成功登入應用程式後即可領取免費 1GB 中港澳數據。 
 
4「內地副號服務」月費包括一個中國內地手機號碼，只可用於接收短訊及接聽來電。漫遊服務將同時啟

動。經由該中國內地手機號碼:1)可無限量接收短訊，2)於香港接聽來電以本地通話分鐘計算 (可從月費計

劃之本地通話分鐘內扣除），於香港以外地區接聽來電按標準漫遊收費計算。有關服務詳情，請瀏覽

www.three.com.hk/cno。 

【完】 

有關 3 香港 

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，是目前本港唯一擁有橫跨 900 兆赫、1800 兆赫、

2100 兆赫、2300 兆赫及 2600 兆赫五個頻譜制式頻段的網絡商。3 香港透過覆蓋廣泛及先

進的 4G LTE、3G 及 2G 網絡，以「3」品牌為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、話音及漫遊流動通訊

服務，並與全球各地著名的供應商合作，引入嶄新的流動裝置和增值服務；配合遍佈全

港各主要地區的 3 香港 Wi-Fi 熱點，提供高速的無線上網服務。3 香港是和記電訊香港控

股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︰215）的流動通訊業務，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為長江和記實業

（股份代號：1）集團成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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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 3 香港的詳情，請瀏覽 www.three.com.hk。 

有關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的詳情，請瀏覽 www.hthkh.com。 
 

傳媒查詢： 
3香港  

公司事務部 

楊若蘭 / 黃司慧 
2128 3108 / 2128 5313 
ada.yeung@hthk.com / sandy.wong@hthk.com 


